
第五章 討論 

由前一章的分析結果，發現台灣與大陸在網路廣告中廣告產品類別、

類別意義、產品類型、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的異同之處，以下針對

這些分析結果來討論兩岸網路廣告中的價值觀狀況。 

 

第一節 兩岸網路廣告之產品類別之差異 

在本研究蒐集的網路廣告中，兩岸的產品類別並不完全相同。台灣沒

有人際交友、房屋地產，大陸沒有公益廣告、政令宣導、電影音樂，而兩

地數量達到顯著差異的共有五項，分別為：大陸顯著高於台灣的「交通工

具」、「通訊產品」、「藥品」類別；台灣顯著高於大陸的「宣傳活動」、「旅

遊」類別。再仔細分析兩地同一產品類別內容項目，也發現有些不同之處，

以下針對兩岸網路廣告類別的差異進行討論。 

 

一、 網路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經濟水準的差異 

整體觀察兩岸產品類別的差異，發現主要可能與兩地的生活水準有

關。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 2002年台灣的國民所得為 11633美元，

而大陸城鎮居民可知配所得為 7,703 人民幣，鄉村居民年純收入為 2,476

人民幣（行政院主計處第三處，2003）。由於兩地生活水準不同，台灣經

濟情況明顯優於大陸，相對的生活水準也較高，許多在大陸需要宣傳、促

銷的用品已是家家基本的生活配備，因此轉而追求其他生活享受的物質。 

由達到顯著差異的產品類別來看，台灣在「宣傳活動」與「旅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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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大陸。由於近年台灣本地觀光的推廣，再加上週休二日的施行，不

只是國外觀光旅遊，還有許多台灣本島旅遊的週休二日專案計畫，交通部

統計處在 1999 年的調查中，也發現有六成民眾的旅遊次數增加，這些都

反映出台灣旅遊的需求與多元性。而宣傳活動類別高主要是因為許多產品

都是以活動為號召，而不是強調產品本身條件來製作廣告，這也反映出台

灣人民較不直接重視物質本身，而感興趣於其他延伸性的活動。「交通工

具」、「通訊產品」與「藥品」等是大陸顯著多於台灣的產品類別，而這三

項在台灣是偏向於生活基本用品的層次，因此在台灣網路廣告的比例的確

應該偏低。 

而這些可能因為生活水準不同而造成的差異，也可從某些產品類別的

內容看出。在「服飾配件」類別中，台灣的網路廣告是傾向附屬配件的廣

告，如：香水、手錶等，而大陸是以基本服飾為主，如：鞋子、褲子。「家

用品」、「家電用品」的項目中，台灣較偏向為生活享受層次的產品，如：

數位相機、足部水療機、泡湯用品等；而大陸的廣告則多是較為生活基本

層面，如：廚具、洗衣機、電話等。「食品」項目上，台灣較為多元，包

含的項目也較多，大陸在蒐集資料當中，僅發現一美商速食店的廣告。在

「藥品」方面，台灣僅有一支瘦／塑身藥品廣告，而大陸則是疾病的治療

藥品，這可能與台灣近來強調健康產品有關，強調產品的健康性，而不著

重治療性。 

 

二、 網路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消費型態差異 

兩岸網路廣告產品類型的差異，可能是反映出消費型態的不同，在大

陸「電影音樂」產品類型的網路廣告少見，自研究者的觀察中，發現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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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方面大多是以光碟銷售為主，且多採用「生活服務」類型的集合賣場

形式出現，顯示目前大陸在電影音樂的使用上仍較重視實體通路。另外，

「教育」項目也是兩岸明顯不同的地方，大陸有許多國內外的大學的宣傳

廣告，以及補習班、國外學者講座等的廣告，期望透過網路廣告吸引學子

至學校或補習班就讀；而在台灣則是著重於英語教學、多媒體製作教學、

以及線上學習，透過網路達到教學的效果。在台灣較常利用網路迅速傳輸

的特性，來銷售產品本身，而不是藉由實體的物品、教材、或地點等等。

此外，「教育」類別也反映出大陸網路廣告著重宣傳正規教育學習與進修，

而台灣網路廣告則強調特殊專才及語言能力的訓練。 

 

三、 網路廣告產品類別反映兩岸社會現狀 

台灣網路廣告的產品類別中缺少「房屋地產」類別，導致此結果的原

因可能是台灣受到近年來建築業不景氣的影響，無論是哪一種傳播媒介都

很少見到房屋地產的廣告，因此網路廣告中也很少有台灣的房屋地產廣

告。 

而在，大陸方面的網路廣告則缺少了「公益廣告」與「政令宣導」類

別，可能是網路廣告多為商業用途，少有公益廣告與政令宣導的形式，且

由於大陸為集權統治，控制各項媒體，政令可直接有效的傳達，再加上政

令多是對於普同大眾一致的宣導，因此仍多採用傳統媒體的傳遞方式，以

達到全國普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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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岸網路廣告中的文化價值觀比較 

依照 Schwartz 與 Sagie（2000）的研究，因為台灣經濟開發與民主程

度較高於大陸，所以台灣「開放性」、「自我超越」價值觀高於大陸，而「傳

統性」、「自我提升」會低於大陸。但自從大陸經濟改革後，產生許多迅速

的改變，透過對目前現象的瞭解與觀察，研究者認為「傳統性」在大陸當

局有意提升下，應該有較高的傾向，「自我超越」因為大陸競爭與鬥爭的

本質所以會是較低的傾向，而「開放性」與「個人提升」的差異需透過研

究結果來瞭解。以下就依據分析結果，就達顯著差異的文化價值項目來討

論在兩岸的實質意涵與造成的可能原因，以及兩岸在各個特殊產品類別與

類型中的文化價值觀異同。 

 

一、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台灣較重視「社會正義感」價值觀 

在「自我超越」部分的「社會正義感」價值觀在網路廣告中，台灣顯

著高於大陸，這與林婷婷與高啟翔（2001）的研究結果一致，其發現台灣

網路廣告主要是呈現一種家庭、團體、組織的集體價值，且以多數人的利

益為主要訴求。相對而言，大陸教育強調關心「國家」與「個人」（Rosen，

1983），對於幫助他人、行公義之事較不重視。而台灣「社會正義感」文

化價值觀的展現從 921大地震的社會動力也可以看的出來，許多愛心的表

現、修合、重建的力量，使得國人從追求私立的自我封閉中走出來關懷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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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台灣較重視「財富」價值觀 

在 Stern（1998）的架構將「財富」與「影響力」同樣歸為「自我提升」

向度，但在台灣與大陸網路廣告的比較分析中，卻呈現相反方向的結果，

也就是台灣「財富」價值觀高於大陸，而大陸「影響力」價值觀高於台灣，

這顯示此向度同時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從歷史的軌跡與現象觀察來

看，國家施行不同的管理、經濟政策應該是影響的主因，且政治哲學與社

會目標可能反映在廣告上（Tse, Belk, & Zhou，1989），因此推論資本主義

的實施可能是台灣「財富」價值觀高於大陸的原因，而「影響力」價值觀，

可能是大陸政治運動的影響。 

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中，人們重視個人的財富利益，雖然近年大陸力行

經濟改革，允許人民擁有私有財產，或許未來有可能與台灣或其他資本主

義國家一樣重視個人財富，但就目前為止看來，程度還是較低的，甚至可

能會將個人所得視為國家的。比方說，許多大陸富翁把自己的成功「看做

是整個國家成長過程的一部份，而不只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能力」（聞國輝，

2002）。 

 

三、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大陸較重視「影響力」價值觀 

如前段所述，大陸「影響力」價值觀較高，可能是政治運動的影響。

本研究中所指的「影響力」是指對他人可能產生的影響或改變，是個人地

位的提升。傳統儒家思考底下，每個人都遵守規範，而 1949 年大陸推行

的政治規範與運動雖然都在打破傳統結構，但在實質上卻產生許多擁有權

力的人或幹部，並且以較強勢的方式來鞏固權力，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生

存使得人人也想成為權力擁有者（勞思光，2000），因此在觀念上傾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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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對他人產生影響力」，再加上政府當局強調權威，這種對權威影響的

觀念也就更為深厚了。且「影響力」的概念近似於 Hofstede（1980，1994）

的「權力距離」文化向度，在營造權威感、注重階級區分，也有研究指出

大陸權力距離高於台灣（如：林婷婷、高啟翔，2002）。 

在政府管理運作上也可以看出此價值差異，台灣是直選的「政府」

（government）政策施行力較弱，大陸則是非直選的「當局」（authority），

上位者影響力強，政策貫徹力較強（「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記事，

1989）。從政策施行、管理相關的傳播媒介上，也可觀察到這個現象。由

於大陸電視台是屬於黨領導，播出節目都要經過相當嚴格的審查，在 2000

年 7 月 1 日中國共產黨建黨 80 週年之際，廣電總局下達文件，大陸所有

電視台一律不得播出言情、古裝、武打的電視劇、電影等，要播愛國主義

教育為主調的片子，大陸各省市的電視台、廣播點台都在播放歌頌共產黨

的片子，進行了整整一個多月的愛國主義教育（聞國輝，2002），也充分

看出大陸地區的專制統治。 

近來一則中央社關於大陸深圳大學的新聞報導（”深圳大學頒禁吻草案

學生大表不滿”，2003）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深圳大

學公布「行為道德規範管理條例」草案，卻顯露出管制的沿革與保守性。

據規定，起床後要摺疊被褥，宿舍物品要整齊排放，不叫外賣，不打鬧，

不影響他人休息，校內禁男女生拉手、摟腰、擁抱、接吻，不抽菸酗酒，

杜絕怪髮奇服，杜絕女同學低胸露背，不亂扔亂吐，不高空拋物，不在校

園內飼養寵物等，違反者要扣分，扣滿三十分要退學。引起學生們的反彈，

但是也有少數學生表示諒解，認為新規定可以遏制校園風氣日下、部分學

生行為不檢點的現狀。深圳特區是大陸最早開放外商投資的地區之一，雖

然深圳的經貿繁榮，是大陸較為開放的地區，但也不難發現上位者的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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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意圖透過法規草案來規範學生的個人生活行為。 

 

四、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大陸較重視「敬重長者」價值觀 

從研究結果中的確發現大陸網路廣告中的「傳統性」的「敬重長者」

價值觀顯著高於台灣，顯示大陸雖然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壞，但在強烈

恢復民族自信心的意圖下，透過教育與運動，這些傳統價值被保留且強調

下來，不啻是醫學、音樂、美術上的呈現，往網路廣告上也呈現此一價值

觀，且許多學者呼籲中國未來方向時，也都強調繼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如：勞思光，2000；羅曉南，1997）。 

 

五、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大陸較重視「多變化」與「刺激」價值觀 

兩岸的網路廣告比較中發現，「開放性」向度中「多變化」與「刺激」

都是大陸顯著高於台灣。在林婷婷與高啟翔（2001）的研究結果指出大陸

強調剛性主義，其定義的「剛性主義」包含個人成功、大膽、勇敢、活力、

刺激冒險行為等，大部分意涵與本研究「開放性」意思相近，可以部分支

持本研究結果。此外，這可能也反映出大陸市場的激進活力，以及對新事

物的需求與渴望。 

 

六、 網路廣告比較在網路產品與電腦相關類別無顯著文化價值觀差異 

在不同產品類別價值觀差異的比較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網路產品」

與「電腦相關」產品的文化價值觀都未達到顯著，這顯示了兩個主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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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網際網路的全球性，網際網路的特色在於無國界、疆界限制，可以短

時間傳遞訊息至世界各地，尤其網路廣告中的「網路產品」是網際網路世

界的特產，有網路才存在此一產品類別，且「電腦相關」類別也與網際網

路存在有很高的相關性，因此這兩樣產品類別可能帶有全世界普同的價值

觀，也使得本研究中台灣與大陸地區網路廣告在這兩樣新興產品類別並沒

有達到顯著差異。 

而台灣與大陸之間在新興產品上的文化價值觀差異性小，除了網際網

路全球性的因素之外，似乎也意味著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的確可能拉近了

兩岸的價值觀的差距。「網路產品」與「電腦相關」這兩個產品類別都在

近年來快速成長，而且也是大陸開放改革後致力推廣的產品，兩岸價值觀

的的變遷與發展也容易直接反映在這兩樣產品上，尤其是這兩樣產品都有

很高的未來發展潛力，是兩岸經濟發展的重要產物。從兩個產品類別都未

有價值觀差異的現象來看，未來兩岸有可能在新興科技具有共同的價值

觀，或甚至可能增加兩岸整體價值觀的共同性。 

 

七、 網路廣告比較在感性低涉入類型中發現大陸較重視「多變化」文化

價值觀 

在產品類型上無論是理性高涉入或感性低涉入的產品在「社會正義感」

與「財富」上，台灣都顯著高於大陸，但是感性低涉入的產品還有「多變

化」為大陸顯著高於台灣。對消費者而言，低涉入產品較依賴使用邊緣途

徑來做選擇，非中央途徑（Vakratsas & Aambler，1999），而「多變化」價

值觀的呈現大多也是採用邊緣途徑，因此廣告主在設計大陸感性低涉入產

品的網路廣告時，若能加入較多「多變化」價值觀會達到更好的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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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網路廣告中「好奇心」是兩岸常用且相近的文化價值觀 

兩岸網路廣告的文化價值觀中，也有未達顯著差異的項目可能代表著

兩岸的網路廣告中這些文化價值觀是相近的，分別為「和平世界」、「捍衛

環境」、「權威感」、「家庭與愛的肯定」、「自我操練」、「好奇心」等。由於

「和平世界」、「捍衛環境」兩價值觀在網路廣告中出現的數目很少，並不

是重要的文化價值向度，對於廣告實務的實質意義較少，相對的「好奇心」

是較常呈現的價值觀，重要性也較高。這些價值觀對於同時在兩岸使用網

路廣告的廣告主而言，是項重要的參考訊息，因為當希望兩岸使用相同廣

告以節省廣告成本開銷時，便可採用這些未達差異顯著的文化價值觀作為

主要呈現的內涵，以免因兩岸差異而影響廣告效果。 

 

九、 小結 

從以上的分析與討論，知道台灣與大陸在網路廣告上各個相同與相異

的價值觀，兩岸分治了五十年，似乎存在著一些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但是

也有許多相同的文化價值觀，無論相同或相異都是不容忽視的。在兩岸交

流互動的過程中，共同的價值觀是交流的基礎與平台，相異的部分則是提

醒兩岸在文教活動、商業行銷、經貿協商等等可能產生歧異的部分，同時

重視相同與相異處以促進溝通、化解誤會，對於兩岸的互動交流事物必然

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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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網路廣告中的訴求價值觀比較 

從兩岸在廣告中訴求價值觀的差異，發現顯著差異的八項訴求價值觀

中，只有聰明智慧一項為大陸較高，其餘七項皆是台灣高於大陸，分別為：

方便性、經濟、愉悅歡樂、個人主義、休閒放鬆、助人、財物豐富。以下

對於此八個訴求價值觀進行討論。 

 

一、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台灣較重視「個人提升」價值觀 

在其他七個台灣顯著高於大陸訴求價值觀的項目中，「方便性」、「經

濟」、「愉悅歡樂」、「休閒放鬆」、與「財物豐富」等五個項目都是屬於個

人利益提升的部分，也是屬於文化價值觀中自我提升向度中的「財物」價

值觀，因為台灣多年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發展，而使得這些訴求價值觀顯

著高於社會主義的大陸。 

 

二、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台灣較重視「個人主義」價值觀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較大陸更重視「個人主義」價值觀，在過去許多

研究中也發現台灣「個人主義」高於大陸，如：鄭文政（1994）、張淑婷

（2000）研究發現台灣跨年代間群體主義有逐漸式微的現象，伍衛民

（2001）研究也發現台灣社會個體主義文化價值的逐漸增加。但是在林婷

婷與高啟翔（2002）的研究中，卻指出大陸的個人主義高於台灣的偏向，

由於其研究結果未達顯著差異，並不足以支持大陸個人主義高於台灣的說

法，且其只選用網路廣告中的橫幅廣告來進行分析，與本研究樣本選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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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也可能是造成結果與本研究不同的原因。 

 

三、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台灣較重視「助人」價值觀 

在訴求價值觀中，「助人」訴求價值觀與「社會正義感」文化價值觀的

意涵重疊，在「社會正義感」文化價值觀的兩岸比較中發現台灣高於大陸，

而在訴求價值的比較也獲得相同結果，是台灣「助人」訴求價值觀顯著高

於大陸大陸。 

 

四、 網路廣告比較發現大陸較重視「聰明智慧」價值觀 

近年來大陸積極改革開放，人民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而崇尚高知

識、高教育，再加上對於當年文化大革命的反省，雖然教育落後，但幾乎

人人都認為教育為百年大計、立國根本（聞國輝，2002），因此在「聰明

智慧」訴求價值觀中呈現大陸顯著高於台灣的情況。 

 

五、 網路廣告比較在網路產品類別無顯著訴求價值觀差異 

不同產品類別的網路廣告比較中，「網路產品」類別在兩岸訴求價值觀

並未達到顯著差異，顯示此項類別在網路廣告的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

上兩岸具有共同性。這可能是因為此產品類別具有世界普同性的價值觀，

或者是大陸因著改革開放而使得此類別與台灣（或全球）具有相似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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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廣告比較在電腦相關類別中發現大陸較重視「愉悅歡樂」、「集

體主義」與「悠久歷史」訴求價值觀 

「電腦相關」在網路廣告的文化價值觀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訴求價

值觀上卻有四項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兩岸在此產品類別的網路廣告上有相

近的普世性文化價值觀，但是從較為細緻的訴求價值觀來看，依舊可以發

現兩岸細小的差異，而且電腦相關類別中達到顯著的訴求價值觀項目與整

體比較結果不完全相同，不相同的部分是：「愉悅歡樂」、「集體主義」與

「悠久歷史」。 

台灣是世界第三大電腦輸出國，電腦相關產品的普及率高，已是一般

大眾化、工具性的產品，而在大陸電腦相關產品是處於極力推廣的時候，

大陸一九九七年購買兩百七十萬台，預計每年成長百分之三十五（蕭弘

德，1999）。因此台灣可能多採用促銷、經濟、實用之類的價值觀來設計

廣告，大陸為增加消費者對於此類產品的喜愛與渴望，則可能呈現偏向情

感性的訴求價值觀來吸引消費者注意，致使「愉悅歡樂」價值觀為大陸高

於台灣。 

在「電腦相關」產品類別之訴求價值觀比較也發現大陸的「集體主義」、

「悠久歷史」顯著高於台灣，可看出對於高科技產品大陸反而使用帶有中

國本地色彩的訴求價值來呈現，這也是重視民族自信心恢復的一種展現，

不只是表現於醫藥、音樂、教育，就連網路廣告的呈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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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廣告比較在理性高涉入類型中發現大陸較重視「集體主義」訴

求價值觀 

兩岸網路廣告比較在理性高涉入的產品類型中，與整體比較不同的是

大陸的「集體主義」顯著高於台灣。由於高涉入的產品消費者常使用中央

途徑來做決策（Vakratsas & Ambler，1999），再加上是理性的產品屬性，

因此「理性高涉入」是極偏向以資訊、理性評估來進行消費選擇，大陸對

於集體主義的強調與教育在此類型上展露無疑。 

 

八、 網路廣告比較在感性低涉入類型中發現大陸較重視「兩人情感」訴

求價值觀 

在感性低涉入產品方面則呈現大陸「兩人情感」訴求價值觀顯著高於

台灣，此結果與「多變化」文化價值觀一樣，都是廣告主在網路廣告設計

上值得注意的部分。因為對消費者而言，低涉入的產品較依賴使用邊緣途

徑來做選擇，「兩人情感」價值觀的呈現大多也是採用邊緣途徑，因此廣

告主在設計大陸感性低涉入產品的網路廣告時，若能適當加入「兩人情感」

訴求價值觀，會達到更好的廣告效果。 

 

九、 網路廣告中「優越性」、「效果效用」、「異國風情」是兩岸常用且相

近的訴求價值觀 

「優越性」、「效果效用」是網路廣告中較常使用到的訴求價值觀，但

在兩岸訴求價值觀的比較分析中並未達顯著，顯示兩岸對於「優越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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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效用」的訴求價值觀是相近的。由於這兩個訴求價值觀是網路廣告

中常使用的，所以此研究結果對於廣告主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首先，對於

兩岸都需要設網路廣告的廣告主會便利許多，因為兩岸網路廣告包含此二

訴求價值觀的部分可以相互流通，而不需大幅度的調整。此外，本研究特

別提出「異國風情」訴求價值觀進行，這是因為網際網路無實質國界疆界

的區隔，因此網路廣告時常引入許多外來事物、文化，而「異國風情」訴

求價值則直接反應當地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從兩岸「異國風情」訴

求價值觀的使用上來看，台灣的平均值達 1.76，大陸為 1.84，兩地未達顯

著（請參考表 4-7）。過去以為台灣地區西化程度較高，但似乎在大陸進行

開放政策後對與外來文化有較高的接受度，像是生活中的節慶已不只是傳

統中國的節日，聖誕節、情人節、愚人節等等「洋人」過的節日在大陸也

非常流行（聞國輝，2002）。 

 

第四節 本研究的其他發現 

從兩岸網路廣告之價值觀分配中可以發現，無論是文化價值觀或是訴

求價值觀都呈現明顯偏態的狀況，尤其在具有普世性的文化價值觀上，網

路廣告的呈現與否呈現明顯的兩極端化，其中「和平世界」、「捍衛環境」

價值觀寥寥可數，而「財富」價值觀卻幾乎每則廣告都呈現。Hetsroni（2000）

指出大眾媒體反映的一種像「歪曲鏡」（distorted mirror）一樣的價值觀，

偏向呈現某一些價值觀。比方說台灣近年來環保意識提升，實施各項新政

策，如：垃圾不落地、禁用塑膠袋、垃圾分類…等等，應該具有較高程度

的「捍衛環境」價值觀，但是在台灣卻只有兩則網路廣告呈現出此價值觀。

廣告中的價值觀呈現是經由選擇與計畫的，在商業利益的考量下，自然會

偏重某些文化價值觀的呈現，因此在文化研究上，廣告可以是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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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但並不是充分的且唯一的方式。 

此外，若以本研究結果來回顧 Stern（1998）的價值觀架構，則發現兩

岸在網路廣告中呈現的價值觀並不完全符合。在 Stern 的架構中認為「自

我提升」是單一向度，其中包含「權威」、「影響力」、「財富」三項，若此

三項價值觀為相同向度之下，則在兩岸比較上應該會有一致的偏向，但研

究結果卻發現台灣網路廣告在「財富」價值觀項目較高，而大陸在「影響

力」價值觀項目較高，而不能直接將這兩項視為同一架構之下，無法進行

向度層次的比較。 

研究者認為造成與 Stern 的架構不同之原因可能是兩岸文化的特殊

性，致使 Stern 的架構不試用，也可能是只是程度上的差異，實際上仍是

符合 Stern 的架構。東西方文化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直接移植使用一直是本

土心理學所關心的議題，本研究也確實發現直接使用可能出現的歧異，但

本研究無法確定是東西文化研究方法的差異造成或僅僅反應程度上的差

異。因為從個人層次來看兩岸人民的實質現況「影響力」、「財富」在「自

我提升」向度下是十分合理的，都是關於自我某些實質的能力、財貨等的

增加，兩岸之所以呈現不同偏向可能是因為大陸早期實施社會主義，在家

庭中也強調財產、財貨…等的共有所以在對於「財富」價值觀的強調不如

長期於資本主義下的台灣來得明顯。然而「影響力」、「財富」文化價值觀

項目是否在同一向度中已超出本研究範圍，需要後續的研究來釐清真正造

成此結果的變因。 


